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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榮譽榜 

第 17週整潔 第一名 708班 807班 906班  第 17週秩序第一名 708班 802班 901班 

            第二名 705班 802班 901班             第二名 705班 806班 906班 

            第三名 701班 806班 902班             第三名 701班 807班 908班 

 

訓育組 
一、多元社團成果展公告：本次社團成果表演時間改在「課間活動」時間，社團表演

第一梯次分配如下。 

時間 6/15(三) 6/16(四) 6/17(五) 6/20(一) 6/21(二) 

場佈 第一節下課 

表演 第二節課間運動 

社團 弦樂社 啦啦舞 熱舞社 吉他社 直笛社 

二、多元社團各社社長請於 6/13(一)第二節下課集合於訓導處，將發放期末成果展相

關事項通知。 

 

生教組 

一、暑假有改過銷過需求之同學，請先完成觀察表並繳交至生教組，若有任何疑問亦  

請親洽生教組。 

二、法治教育時間： 

D. 校園性騷擾（肢體、言語等）及性侵害（猥褻、妨害性自主）、師生戀、兩小無猜 

（一）案例 

                          變調的愛情事件簿 

那天大雄在美美的部落格留言：「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你心裡是不是喜歡別人？」、

「我們當面講清楚。如果你不理我，我就公佈我們親密的照片，每天都到你家和學校

門口報到。我是說到做到！」「請原諒我的衝動，因為我太在意妳了，就當是最後一次，

明天晚上我們在老地方 KTV見。」美美想要好聚好散，便答應見面。 

起初兩人都很理性，但面對美美堅決要分手的態度，大雄終於失去理智，竟趁著美美

上廁所時，尾隨進入並將門反鎖，大雄不顧美美的反抗與苦苦哀求，想「霸王硬上弓」，

突如其來的舉動，讓美美嚇得花容失色，幸好美美大聲呼叫，服務生聞聲而來，破門

而入… 

（二）法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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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請貼聯絡簿 



1. 我國刑法保障個人性行為的自我決定權，因此規定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

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即

為強制性交罪。另外，如果以上述的手段對男、女為猥褻行為者，刑法亦定有強制

猥褻罪，可加以規範。 

2. 刑法另對於未滿 14 歲、14 歲以上未滿 16 歲之男、女，考量其身體、心智均未臻成

熟，為保障其身心健全發展，規定即使未違反她（他）們的意願而為性交或猥褻行

為，亦需加以處罰。 

3. 本件案例中，美美與大雄的年齡未滿 14 歲或 14 歲以上未滿 16 歲，他們在案發前的 

「親密行為」如果已經達到性交或猥褻的地步，雖然雙方都是心甘情願的，但雙方

仍都觸犯法律，不因為美美是女生，而有所區別。至於大雄在廁所內，不顧美美的

反抗與苦苦哀求，想「霸王硬上弓」的行為，已經對美美施行強暴、脅迫，違反美

美的意願為性交，涉嫌觸犯刑法強制性交（未遂）罪嫌。 

4. 參考法條 

(1) 刑法第 221 條：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 

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 刑法第 224 條：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3) 刑法第 227 條：對於未滿 14 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 14 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 14

歲以上未滿 16 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 14 歲以上未滿 16

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1 項、第 3 項之未遂犯罰之。 

 

體育組 

   一、課間活動慢跑與快走紀錄表，以班級為單位，體育股長收齊於 6/17(五)12:00 

      以前依照座號排列好，繳交至訓導處體育組，個人繳交前請於姓名欄位旁註明 

      總圈數，如有需要蓋榮譽卡也與慢跑與快走紀錄表一併交齊，獎勵辦法如下： 

（一）110圈以上小功兩支。 

（二）100-109小功一支，榮譽卡 10張。 

（三）80-99圈嘉獎兩支。 

（四）60-79圈嘉獎一支，榮譽卡 10張。 

（五）40-59圈嘉獎一支。 

（六）10-39圈榮譽卡 10張。 

   二、最近溺水事件頻傳！請同學到合格的游泳池戲水游泳，並且注意自己的能力， 

       不要勉強進入深水區游泳，如此才能減少意外發生的機會。 

   三、2011裕隆納智捷籃球夏令營 7/4（一）~7/7（四）歡樂開課囉!!有興趣同學可 

  上裕隆納智捷網站或洽訓導處體育組。 

 

健康中心 

一、國際麻疹及德國麻疹疫情嚴峻，疾管局建議民眾出國前先接種 MMR疫苗 

今年國際麻疹疫情嚴峻，歐美先進國家及鄰近之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地區，

均有眾多病例報告，尤其是歐洲麻疹疫情自去年持續至今，導至麻疹疫情擴散至其他



地區國家；此外，今年越南北部亦發生大規模之德國麻疹流行疫情。由於每年約有高

達數萬到數百萬人次的國人赴前述國家旅遊、探親或從事經貿活動，疾管局呼籲民眾，

前往上開地區前，最好先接種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疫苗），做好

自我保護，同時避免將病毒帶回國內。 

二、德國陸續發生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疾管局呼籲出國民眾避免生食，並請師

生提高警覺衛生罫疾病管制局呼籲，民眾前往德國旅遊或商務活動，應儘量避免 

    生食及食用可能未完全煮熟之食物，杜絕感染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之風險。 

         近年來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曾在美、日等國造成大規模食因性感染，大多

經由未煮熟之肉品或未經巴斯德滅菌之果汁、乳品引起。該病之潛伏期約 2~8天，疾

病早期會出現水瀉、腹痛，病情惡化後出現嚴重腹瀉（帄均每日腹瀉次數為 3-30次）

及血便（可輕微到潛血，也可嚴重到大出血），而嚴重者會有腎衰竭、血栓性血小板

減少性紫斑症(主要為成人)、溶血性尿毒症候群(主要為小孩) 的症狀，嚴重者可能導

致長期洗腎或造成死亡，死亡率約 3%～5%。研究調查顯示，大多數的患者均是食用未

煮熟或受污染的牛肉（特別是中心溫度加熱不易之牛絞肉）、牛奶、飲用水或果汁。 

由於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屬食因性感染之疾病，且可循糞口途徑引起人與人間

之傳染，疾病管制局特別提出以下幾點預防方法，並呼籲前往德國之民眾加強防範，

以避免"病從口入"： 

（一）避免生食，並確認食物已充分加熱煮熟，避免點用可能未完全煮熟之餐點。 

（二）避免飲用未經滅菌處理之生乳、果汁或生菜沙拉。 

（三）注意飲用水的衛生。 

（四）用餐前，上完廁所或接觸動物後，必須使用肥皂徹底洗手。 

 

教務處 

教學組 

一、6/14（二）作業補抽查（由學藝股長統一收齊後，再交回教務處教學組補抽查）。 

二、6/9（四）7、8年級第 8節停課 

三、6/16（四）7年級課輔結束、6/17（五）8年級課輔結束 

四、6/28(二)、6/29（三）7、8年級第 3次定評，請同學提早準備 

五、參加暑輔學生符合低收入戶或清寒學生申請費用減免最後一天為 6/15（三） 

六、100學年度暑期輔導自 8/8（一）～8/26（五）（五權）為期 3週。 

   （8年級半天課、9年級整天課） 

七、100學年度暑期輔導 8、9年級預計各開 7個班（1資優、3A、3B） 

八、近期調代課改新式通知單，各班學藝股長若有疑問請洽詢教學組。 

 

書香閣 

一、公布 5月份閱冠王為 705李昕芸、張媁涵、902郭欣怡、901洪偉慈、802 范芷芸、

701王凱弘、905柳乃云 707許峻嘉、905蔡金樺、702葉育君。得獎同學請至書

香閣領取 5張榮譽卡。5月份圖書借閱排行榜前十名為《波西傑克森》、《等一個人

咖啡》、《聖樹烈焰》、《筆靈》、《那兩個女孩》、《浴簾後》、《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皇家騎士》、《法柏哈溫》、《捉弄比欺負恐怖 100倍》。 



二、好讀周報有獎徵答信箱/歡迎同學踴躍參與! 

（一）上週答案：街舞 （二）答對名單：得獎者請持榮譽卡至櫃臺蓋章 

701王凱弘、707王柏勛、馬允文、702徐靖芳、李聿成、高辰伶、柯俊廷、李政

翰、曹淇汶、廖宇帄、邱柏翰、黃于庭、703 黃渝晴、劉呈彥、李佳紘、黃馨卉、

708彭昱豪、黃柏堯、張凱程、鄒旻劭、鄒禮駿、鄭雲澤、802洪于涵、鄧彥良、

704莊芝瑜、黃筱芸、806李科潤、張毓倫、葉凰玉、807張芊惠、705張國豪、

804王昱晴、黃沛忻、706張于晴、王維琪、朱品冠、郭伊謙、吳冠儀、詹翔宇、

郭宗翰、沈怡廷、902吳佳蔚、盧宏淯、洪藝恩、盧健嘉、戴呂耀。 

三、本週題目：【6/10（五）下午 5：00截止】 

    ＜扮丑角的保羅＞是畫家以輕快筆調勾畫 

    出保羅表情及簡潔俐落的身形。構圖單純 

    富有裝飾性，運用白、黑、紅三色塑造強烈 

    對比，請問這幅畫是哪位大師作品？（參右圖） 

 

輔導室 

特教組 

◎為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管道及機會，臺北市多所國中利用暑假期間辦理區域資優營

隊，內容涵蓋科學、語文、創造、舞蹈、領導才能等，歡迎對相關主題有興趣的同

學踴躍報名參加（不限資優班學生，各校名額有限，歡迎有興趣者積極報名）。100

年度區域資優教育方案活動報名表及詳細資訊，請逕至網站查詢

http://trcgt.ck.tp.edu.tw/Areage.aspx 或洽詢輔導室特教組。 

學校名稱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確定時間請參照各校實施計畫) 
報名 

截止日 

臺灣師大 

化學系 

「奧林匹亞化學實

驗」夏令營 

第一梯次：100/7/4（一）至 100/7/8（五） 

第二梯次：100/7/11（一）至 100/7/15（五）

（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16:30。 

6/24（五） 

百齡高中 
趣味數學魔術營- 

美「力」數學 
100/7/4 (一)-7/6 (三) 6/17（五） 

百齡高中 屬於我的 A咖日記 100/7/6(三)-7/8/(五) 6/17（五） 

中山國中 
中山國中暑假資優營

-高斯數理學習樂園 
100/7/12（二）-7/14 (四) 6/22（三） 

長安國中 天文地理一把罩 100/7/13 (三)-7/15 (五) 6/15（三） 

麗山國中 
POWER IN ME 

領導才能贏 
100/8/15 (一)-8/19 (五) 6/15（三） 

雙園國中 
舞光十色-就是 

愛跳舞舞蹈專修營 

甄選：100/9/24（六）9：00~12：00。 

課程實施：100/10/1（六）(計 12週 36節) 

課程時間：每週六上午 9：00~12：00。 

9/21（三） 

 

http://trcgt.ck.tp.edu.tw/Areage.aspx

